
3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路子强 版式：张锦萍 校对：王博

■ 本报记者 赵宏磊

最是书香能致远，唯有读书方宁静。
“文化对一个地区的影响，久久为

功；文化对城市品格的塑造，积微成
著。”12 月 26 日下午，市政协委员孙建
美谈到她今年提交的提案时说，建议加
大对城市书房、书吧、实体书店引导和
扶持力度，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让聊
城这座城市飘满书香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报
告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做
了详细表述，提出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满足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做好市图书馆新馆运行开放、提升
各分馆运行质量，倾力打造“书香聊城”
品牌。

孙建美带来了《关于建设城市书房
的建议》，她认为，城市书房就是以 24
小时自助实体图书馆为馆舍基础而创

建的一个全开放、不打烊、高品位的城
市阅读服务体系，对于建设“书香聊城”
可谓是一个最为便捷、最为高效的路
径。建议把城市书房打造成聊城的一
张亮丽名片，为“书香聊城”建设提供核
心支持。

数字化是当前全民阅读最显著的
特点和趋势。孙建美建议，可以依托

“我的聊城”聊城文化云平台，搭建聊
城市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平台，集图书
借阅、订购、志愿者招募、阅读活动参
与等功能于一体，实现城市书房与社
区图书馆、农家书屋的图书流转和通
借通还。

群众的阅读需求是多元化的，多样
化的阅读形态也涵盖了各类人群，如亲
子家庭阅读、校园阅读、社区阅读、新媒
体阅读等等。孙建美还建议，面向各类
特定人群的阅读推广对提升全民阅读工
作质效起着重要作用，要针对老年人、青
少年、弱势群体开通专属服务渠道，有针
对性地制定推广方案，以贴心的服务推
动阅读深入群众生活。

孙建美委员：

让城市飘满书香气本报讯（记者 张英东） 12 月 26
日下午，出席政协第十四届聊城市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市政协委员，分组
讨论了市委书记李长萍在开幕会议
上的讲话和十四届市政协常委会工
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

根据安排，本次政协会议分组讨
论时，委员们采用视频会议形式进
行。视频会议室里，委员们围绕党政
所思、群众所盼、政协所能，结合李长
萍书记讲话和两个报告内容，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积极发表意见建议。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
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李
长萍书记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力
量，极大鼓舞了我们政协委员的斗
志。”孙冰委员表示，今后要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积极参政议政、履职尽责，
自觉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市委确定
的目标任务上来，为书写好中国式现
代化聊城实践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立意深
远、内涵丰富、求真务实，紧扣中心大
局，是一份提振信心、团结奋进的好
报告。”王吾雪委员表示，作为一名市
政协委员，将按照报告要求，立足本
职岗位，当好责任委员，以实际行动
履好职、尽好责。

在讨论提案工作报告时，委员们
一致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一年
的提案工作情况，充分体现了全市政
协委员心系发展、以民为本的情怀和

担当，彰显了人民政协的特色和优
势。

谈到今后的工作方向，委员们一
致表示，要强化责任担当，提高履职
本领，在实践中提升政治把握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参政
议政能力，努力察实情、办实事、求实
效，当好汇聚民智、凝聚共识的桥梁
纽带，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聊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李长萍讲话和十四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汇聚中国式现代化聊城实践的磅礴力量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岳耀军）
凝心聚力，共谋发展。12月26日上午，
肩负着全市人民的期望与重托，满怀
着依法履职的热忱与激情，出席聊城
市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人大代表陆
续来到会议驻地，向大会报到。

上午 8 时 30 分左右，记者在会议
驻地看到，前来报到的代表个个精神
饱满、激情满怀。在大会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代表们有条不紊地办理报到
手续，接受核酸检测，整个流程简洁高
效，秩序井然。完成报到后，代表们迅
速进入会议状态，或认真研读会议材
料熟悉会议议程，或交流履职心得，大
会驻地暖意融融、气氛热烈。

市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是在全市
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代表们个个“有备而来”，在会前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形成了具有针对性
的“锦囊妙计”。“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
发展的土壤，体现着一个地区的经济
竞争力。作为来自企业的代表，我十
分关注营商环境、招商引资等方面的
议题。”市人大代表、希杰（聊城）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对外合作科经理张月辉
表示，会议期间，他将认真履职，积极
建言献策，为聊城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市人大代表、高唐县琉璃寺镇
大范村党支部书记范玉庆重点关注土
地流转、农村医疗等方面的议题，“我
将认真领会两会精神，回去后通过我
的‘老范播报’平台，把好政策宣传给
广大群众。”

聚民意，献良策，谋发展。未来几
天，代表们将带着谋划发展的拳拳之
心，传递民声、建言献策，共绘聊城发
展新蓝图。

市人大代表昨日报到

肩负职责使命 共绘发展蓝图

本报讯（记者 苑莘） 记者 12 月
26 日从政协第十四届聊城市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秘书处了解到，市政协十
四届一次会议以来，政协委员、政协
各参加单位和专门委员会提出提案
561 件，经审查，立案 409 件，立案提
案截至 11 月底全部办复。2022 年，
市政协提案办理协商率、满意或基本

满意率均达到100%。
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以来，政

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专门委员
会围绕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
标任务，聚焦建设富强、创新、开放、
美丽、幸福、奋进新聊城，踊跃提出提
案。其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围绕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制造业强

市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等 提 出 提 案 72
件。在政治建设方面，围绕加强基层
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市、实施
人才强市战略等提出提案 24 件。在
文化建设方面，围绕文明城市创建、
文旅融合发展、优秀文化传承等提出
提案 50 件。在社会建设方面，围绕
教育事业发展、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城市精细化管理、就业创业服务等提
出提案 242 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围绕生活垃圾分类、生态环境保
护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等 提 出 提 案 21
件。这些提案的精准度和时效性都
有了进一步提高，涌现了一批精品提
案。

2023 年，市政协常委会将以提高
提案质量为核心，以增强办理实效为
目标，以提升服务水平为保障，通过
提案工作的提质增效助推全市经济
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提案办结率100%

■ 本报记者 苑莘

“秸秆禁烧令实施以来，各地秸秆
的处理和综合利用率差别很大。结合
我们聊城目前的情况，应当因地制宜，
分类引导，进一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
率。”12月26日下午，市政协委员、于集
杰德农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强谈到
他今年提交的提案时说。

李中强今年的提案为《关于进一步
推进秸秆还田离田提高综合利用率的
建议》。在提案中，李中强介绍了秸秆
综合利用工作的政策背景，对当前秸秆
处理的方式进行了详细介绍。李中强
表示，秸秆是否能够被综合利用事关能
否“捡回另一半农业”，关系能否实现农
业生产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目前，秸秆处理一般有还田和离田
两种方式。李中强介绍，还田分直接还
田和二次加工后还田两种方式。秸秆直
接还田容易诱发再生灾害。二次加工后
还田则是通过以作物秸秆、树叶、杂草、

锯末、酒糟、糠醛渣等有机废弃物做原
料，以发酵加工后的有机肥料为载体，加
入益生菌加工制作生物有机肥料，克服
了直接还田的弊端。秸秆离田不仅能有
效防止环境污染，还可以改善土壤、减少
病虫害发生，有利于下茬的播种，同时还
能为养殖企业提供基料和饲料。

李中强表示，目前我市群众对秸秆
还田认可度还不够高，秸秆回收出路不
畅、出路有限。其中，地块小、收集成本
高、时间短、人力少、利润空间小等成为
主要制约因素。为此，他在对现状进行
调研后，建议对适合还田的农田，按照一
定标准粉碎秸秆后进行科学化深耕还
田。出台秸秆综合利用激励奖补政策，
通过科学指导，培育秸秆产业化利用主
体，引导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积极参与
秸秆综合利用。通过引导企业、合作社
与农户建立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
逐步探索出“企业+收集经纪人”的秸秆
囤储、收售、收储购销模式，实现小秸秆
大平台架构。

李中强委员：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 本报记者 赵宏磊

“‘三农’工作重心转移到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上，更需要不断提升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水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
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生机活力。”
12 月 26 日，市政协委员王安军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以“文化双创”为乡村振
兴聚力赋能，可以进一步提升农民思想
道德素质，弘扬正气，凝聚共识，激发农
民劳动热情和创新活力，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更
大贡献。

王安军带来的是《关于结合“文化
双创”为乡村振兴培根铸魂的建议》的
提案。王安军建议，一是以高质量文
化服务引领乡村群众高质量生活，让
乡村文化生活持续繁荣。将“送文化”
与“种文化”相结合，常态化开展文化
进村，在线上开展辅导培训、文艺精品
展播等活动，并鼓励乡村文艺团队、乡

村群众参加文艺演出活动，展现乡村
新气象、农民新风貌。二是充分利用

“山东手造·聊城有礼”推进有利契机，
从挖掘、培育、推介等全环节入手，为
手艺人传承创新手造技艺提供优质的
发展环境。三是依托独特的文化资源
优势，形成以山东传统村落迷魂阵村、
北马陵村、海会寺村等为代表的人文
旅游，以“红枣节”“梨花节”等为代表
的农业观光游，以鲁西第一党支部等
为代表的红色旅游等，为游客提供多
层面、差异化的旅游体验。四是深化
乡风文明建设，加大乡村文化遗存的
修缮与活化，深入挖掘农村传统道德
教育资源。五是坚持“两条腿”并行的
城乡发展原则，城市、乡村协调统一。
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宜城则城、
宜乡则乡，统筹区域发展，体现地方特
色，做好产业支撑，让农村和城市同样
美 丽 ，在 城 市 发 展 的 同 时“ 留 住 乡
愁”。

王安军委员：

“文化双创”为乡村振兴培根铸魂

■ 本报记者 张英东

“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的好坏，是
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12 月 26 日下
午，市政协委员、冠县国信税务师事务
所主任孙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今年
提交的提案内容与提高中小学生身体
素质相关。

经过前期调研，孙冰发现，近年来，
我市中小学生在校运动场地有了较大
改观，但学生的整体身体素质却呈下降
趋势。

“有些学校的体育基础设施相对不
足，体育教师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家长
对孩子的体质健康重视程度也不够。”

孙冰认为，如今的学生课业负担重、心
理压力大、饮食结构不合理，导致出现
肥胖孩子增多等诸多问题。

孙冰建议，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学
校体育设施、场地、器材、人才等投入力
度，扩大体育教育基础设施覆盖范围；
教育主管部门充分履行监管责任，严格
监督各中小学开足上好体育课；进一步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保障学生在校活动
时间，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
健康、科学的体育观念，普及体育健康
知识，为提高学生身体素质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

孙冰委员：

提高中小学生身体素质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 作为全
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年
一度的市两会承载着市民的美好期
盼。无论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文
化繁荣等大事，还是医疗、教育、就业
等百姓最关心、最贴近的民生问题，
无不牵动着大家的心。

“我觉得今年咱聊城的桥修得是

又快又好，好几座‘网红桥’真是让咱
们市民过足了瘾。桥修好了，路畅通
了，咱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
好。希望今年市两会更加关注聊城
的城市建设，让大家的归属感更强。”
12 月 26 日，家住东昌府区古楼街道
水城嘉苑小区的赵路告诉记者，每逢
周末她都会去聊城的“网红桥”走一

走、看一看。
如 果 说 桥 让 城 市 显 得 更 加 立

体，那么一座城市的精神和品位则
需要文化来沉淀。近几年来，阅读
已逐渐成为我市市民的一种生活方
式。“城市书房是我们推进全民阅读
的一个重要平台和载体。希望此次
市两会上的代表委员们更多关注城

市和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对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视力度，打
造一批精品城市书房和农家书屋，
吸引更多人进行阅读，营造良好的
全民阅读氛围。”海源书房度假区分
馆时光里书屋负责人王新对市两会
充满了期待。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是惠民为民
的民生工程。“我市现在还有部分小
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外墙脱落、道路
窄、停车位少、配套设施老旧等问题，
希望今年的市两会能继续关注民生，
关注老百姓的居住环境问题，让老百
姓生活得更加幸福。”市民刘鹏充满
期待地说。

倾听民众心声 传递美好期许

我市广大干部群众寄语市两会

12月25日，茌平区金牛湖，野生斑嘴鸭和绿头鸭在嬉戏、觅食。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全市鸟类种群数量明显增长。 ■ 本报通讯员 赵广学

市人大代表张月辉在翻阅会议资料市人大代表张月辉在翻阅会议资料


